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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管局联合本报开通有奖举报热线

为为战战霾霾出出份份力力

请请您您举举报报污污染染行行为为
本报联合12345开通蓝天热线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刘雅菲） 又是倒数第一！

九月、十月连续两个月，济南
的环境空气质量在全国74个
重点城市中排名末位。对于
济南而言，这种“上头条”的
方式显然不是人们想要的，
如何摆脱雾霾，已经成为济
南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之
一。

连续多日，济南被浓浓
的雾霾笼罩。面对浓重的雾
霾，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王文涛在1 5日表示要按照

“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标本
兼治、以治标为主，主客观结
合、以主观为主”的工作思
路，做能做的事，做能快做的
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
气推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尽
快有个明显改善。

济南的雾霾成因很多，
在冬季，燃煤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原因。济南提出对热电
厂等大型燃煤锅炉使用单
位，将加强在线监测和突击
检查，确保排放始终达标；坚
定不移地按时完成城区内
134台燃煤锅炉淘汰改造任
务；提高小型燃煤炉具的燃
煤质量，在重点部位设立卡
点，加大检查力度，严防劣质
煤流入济南。

在汽车尾气治理方面，
济南会加快全市范围内黄标
车淘汰；加大劣质油品查处
力度，抽调专门力量严查不

合格油品；加大汽车尾气即
时监测力度，严禁不符合排
放标准车辆驶入城区。

扬尘也是造成济南空气
污染的一大因素，王文涛提
出要在全市开展“无裸土”行
动，正在施工或近期施工的
通过纱网覆盖，近期没有施
工计划的抓紧进行绿化。加
大建筑扬尘治理力度。进一
步提高工地管理和渣土车管
理水平。

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
因为大气污染的治理并不只
是相关部门的事情，作为济
南的普通市民，我们每一个
人也都能做出自己的一点
贡献。我们可以少开一天
车，可以种上一棵树，从今
天开始，您还可以拨打一
个电话。即日起，本报联合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开通蓝
天热线，您可以拨打齐鲁晚
报热线 9 6 7 0 6 ,发送邮件到
z h u om u n i a o 2 0 1 5 0 6@ 1 6 3
.com，也可以通过齐鲁壹点
客户端、齐鲁晚报官方微博
或微信将问题直接反映给我
们。您还可以拨打12345、发
送短信(106-3531-12345)、登
录济南政府网市长信箱、通
过新浪腾讯济南12345官方
微博微信，反映您所见到的
污染空气的行为，我们将通
过报道和督办，让这种行为
越来越少，让我们见到更多
的蓝天。

天天桥桥区区将将再再设设
110000块块便便民民信信息息栏栏

本报 1 1月 1 6日讯（记
者 王小蒙） 今天下午，
天桥区城管执法局来12345

接听市民热线。记者了解
到，天桥区将再设置1 0 0块
便民信息栏，解决小广告
乱贴问题。

“车库和楼道里张贴了
小广告，居民很心烦。”天桥
区城管执法局接到不少市民
对小广告乱贴的投诉。“我们
及时进行了拍照，督促当事
人清理。”

女子中队队长说，像楼
里面或建筑物外墙的小广
告，将依法进行处罚。“七天
内不接受处罚将上报停机，
目前已经对62个号码进行了
停机处理。”

为 解 决 顽 固 的 牛 皮
廯，天桥区共设置了1 5 0块
便民信息栏，包括开放小
区100块和路边50块。“接下
来还要设置1 0 0块，再发动
2 0 0 0个社区志愿者随时清
理小广告。

城管局启动

三大专项督查
大气污染举报

24小时应急处置

本报 1 1月 1 6日讯（记
者 王小蒙） 今天下午，
济南市城管（执法）局召开
专门会议落实市委扩大会
议精神。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济南市城管局即日启
动针对渣土、烧烤及扬尘
的三大专项督查，对大气
污染举报24小时内应急处
置。

“重点开展渣土工地
及倾倒场、道路清洗保洁
作业、易反复烧烤点等三
类督查行动，市区两级成
立大气污染举报24小时应
急处置队伍，对市民反映
的问题，将第一时间处置
落实，并公开通报。”

据介绍，济南市城管
局十余名局领导，将分别
带 队 开 展 夜 查 ，由“ 早 巡
查”改为“晚督查”，重点针
对近期停工整改的53处渣
土工地、5 0余处易反复烧
烤点和12条污染严重道路
加大巡查力度。

另外，还将成立大气
污染防治夜间应急值守处
置队伍，由市区两级城管
局、城管执法局、环卫管护
中心相关人员组成，接到
相关举报信息后，应急处
置队伍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进行督查处置，确保问题
第一时间解决。

本报 1 1月 1 6日讯（记
者 王小蒙） 为尽快击
退雾霾，济南市城管局联
合本报开设市民有奖举报
热线。凡是您身边有渣土
车撒漏、道路扬尘或者露
天烧烤油烟污染等问题，
都可以打 9 6 7 0 6热线告诉
我们。

济南市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欢迎社会各界
对涉及城市管理方面，尤
其是大气污染方面问题进
行举报。“涉及渣土车乱倾
倒撒漏严重、露天烧烤直
排油烟、扬尘污染空气等
问题，都可以进行举报。对
于市民发现的问题，一经
查实，将给予一定奖励。

本报记者 王小蒙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人
在拖济南市“战霾”的后腿。部分
烧烤摊仍在露天排放油烟，违规
渣土车闯红灯现象依然严重。据
了解，济南市城管局已经对曝光
的、造成大气污染的部分烧烤摊
和违规渣土车进行了相应处罚。

诚基中心烧烤摊被取缔

15日晚上10点，诚基中心门
口依然有十多家露天烧烤摊，烟
雾缭绕，PM2 . 5严重爆表。16日
晚，历下城管执法局已经对该区
域烧烤摊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并
加强人员盯守。

针对市民意见较大的万盛园
露天烧烤摊，16日晚8点，天桥区城
管执法人员也进行了现场查处。据
了解，目前万盛园小区附近有4家
烧烤业户，其中3家已经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剩余一家正在进行改
造。天桥区执法局对圣喜和回回香
烧烤2家业户下达法律文书，要求
对油烟设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未
得出结论前不得营业。

渣土车撒漏清理完毕

15日晚上11点半，二环北路
附近依然有多辆渣土车野蛮行
驶，五分钟内有三辆车闯红灯。

16日上午，记者从济南市交
警部门了解到，违规渣土车信息
已被锁定，并给予处罚。济南市渣
土办也根据交警处罚信息，对违
规渣土车辆进行扣分处理，并没
收城建牌，责令其停运一个月。

另外，针对市民反映的槐荫
区经六路延长线二环西路以西，
整个路段渣土车撒漏的现象，槐
荫区城管局已派出保洁人员清理
完毕。

军辉华府工地已经整改

15日，济南市军辉华府项目
工地，因未安装喷淋降尘装置，和
无规范的工程车辆冲洗区被国家
环保部点名通报。

16日上午，历下区建筑渣土
综合整治组现场进行检查，发现
军辉华府工地场地受限，所有的
送料车均在基坑底部用软水管冲
刷干净后再出门，冲刷不彻底再
由工地大门口冲刷设备进行二次
冲刷。目前该工地已不出土，工地
内裸露覆盖到位，硬化道路、冲洗
设备齐全并配有足够的保洁人员
随时保洁。

谁拖济南市战霾后腿处罚谁

违违规规渣渣土土车车，，摘摘牌牌停停运运！！

全市37个工地已安装扬尘噪声监测仪，执法人员通过手机可实时
监控工地扬尘状况。一有违规，随时查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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